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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喀喇沁旗公安局坚持把扫黑
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
好，准确把握精神实质，把打击锋
芒聚焦到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黑
恶势力犯罪上，重点整治高利贷
领域暴力讨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
问题上。

如今，经过连续 7 个月的持

续不断打击整治，全旗社会治安
明显好转，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
战果。共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
团伙 6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39
人，查破寻衅滋事案 69 起、强迫
交易案 1 起、非法拘禁案 1 起、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1 起；破获九
类案件 16起，抓获九类涉恶犯罪
嫌疑人40人。

喀喇沁旗公安局扫黑除恶成效显著
为进一步推动“扫黑除恶”工作

的深入开展，确保辖区社会稳定，铁
西派出所高度重视，深入辖区，积极
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民警在人流密集
区悬挂扫黑除恶宣传标语，同时
走上街头、走进集市、沿街商铺积
极发放宣传材料，向过往群众宣
传“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相关信

息，号召群众广泛提供线索，积极
检举揭发、大胆指证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

通过宣传，进一步提高辖区群
众对扫黑除恶工作的认识，增强了
辖区群众除恶务尽的决心和信心，
形成辖区群众支持、参与扫黑除恶
的良好氛围，为深入扎实开展专项
行动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铁西派出所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为保证全县人民度过一个愉
快、祥和的中秋和国庆佳节，宁城县
供电公司把“双节”保供电工作当作
一项政治任务来抓，结合当前电网
运行实际，提早准备，多举措做好节
日期间安全保电的各项准备工作。

制订“双节”保电方案，精心安
排电网运行方式，做到早布置，早落
实；提前加强对输、变、配电设备的
安全检查力度，重点对重要客户、重
要场所开展用电检查，对高低压线
路、输配供电设备等进行“拉网式”
巡视和消缺处理，以提高设备完好
率，并对中秋期间全县保电筹备工
作进行了周密部署。

加强节日期间安全稳定保供电
工作，制订完善保电措施和应急预
案，安排好值班人员和事故抢修，做

好节日值班，严格值班纪律，所有值
班人员必须到岗到位，保供电领导
小组成员及抢修员工，确保24小时
通讯畅通，严格执行24小时抢修值
班值宿，严肃值班纪律。加强设备
巡视检查，节前对所辖配电线路设
备缺陷进行消缺改造，确保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

节日期间，在正常情况下管辖范
围内不安排设备计划检修，加大重要
客户隐患排查治理，对重要客户的供
电安全工作进行认真排查，确保事故
停电后，能够开展紧急处置工作。

利用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安全
用电知识，严禁百姓在电力设施下
堆放草垛、打场以及私拉乱接，防止
发生火灾，确保安全优质可靠供电。

（秦少东）

“双节”保电早准备
为了提升电网设备的健康水

平，确保安全可靠供电，宁城县供电
公司主动落实各项措施，统筹安排，
全面做好秋季检修准备工作。

根据夏季电网设备的运行情况，
对安全隐患、检修项目和缺陷进行梳
理汇总。根据设备运行状况，各项数
据反馈及设备改造治理计划，分析制
定科学的停电任务，对存在隐患的设
备及时列入到检修计划中。

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深入现
场，掌握各项措施的落实和执行力
度。强化安全监督人员职责，对施
工作业现场实行全过程监督，把
安全技术标准落实到各个环节、
每道工序和节点，确保标准化作业
指导全面进行，在管理层面筑牢安
全防线。

协同施工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
现场勘察，了解设备和环境的基本
情况的同时，告知问题的症结，提出
可靠的整改措施。人员配置到位，
材料工器具准备充足，保证工作有
条不紊的进行。开展行之有效的安
全培训工作，加强员工安全生产责
任意识，杜绝习惯性违章操作，保证
作业现场可控、能控、在控。

今年“秋检”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宁城公司将严格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强化“红线”意识和责任担当，
坚决查处各类违章行为。结合本质
安全，严格落实“两票三制”和“一标
一控”标准化作业，优质完成生产检
修任务，为全县人民生产生活用电
提供可靠的保障。

（李宇鹏 秦少东）

做好秋检 安全供电

塞北的秋天来的总是早一些，
为了确保百姓做到颗粒归仓，国家
电网乌兰托嘎(宁城汐子）共产党员
服务队组成12支小分队，深入田间
地头，打谷场地，开展秋收安全供电
宣传服务活动。

随着科技的发展，百姓收割粮
食都是使用大型收割机进行，服务
队员们深入田间、地头、村组，为百
姓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以口头讲解的
方式，提醒百姓在收割农作物时要
时刻注意，防止收割机械碰撞电杆
和拉线造成倒杆断线事故的发生。
如因不慎造成机械设备碰触电杆造
成倒杆、断线，要第一时间联系供电
部门，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理，如果
发现高压线落地，附近的人员要及
时撤离到8米之外，离事故点较近
要采用双脚并拢向导线落地点相反
的方向跳跃或倒地滚动的方式离开
事故点，千万不要采用步行和奔跑
的方式，防止产生跨步电压给人员
造成触电伤害。

在运输农作物时不要超高，防
止因超高运输造成挂断导线。不

要在供电设施附近打场，堆积杂草
或柴垛。对线路下的蔬菜大棚客
户，一一耐心叮嘱，秋季风大，避免
因大风将塑料布卷起落在线路上
而导致线路跳闸，避免人身触电和
火灾发生。

目前，该共产党员服务队巡视
高压线路 330公里、低压线路 420
公里、配电变压器6410台，发放安
全用电宣传资料2200份，更换高压
熔丝 50根，直接受教育人数 4000
余人。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及时消
除了线路和设备的安全隐患，为百
姓秋收生产作业吃下了一颗定心
丸。通过现场宣讲电力设施保护条
例和安全用电常识。提升了客户的
安全用电意识，该所共产党员服务
队队长乔建国表示，在秋收期间要
增加值班人员数量，24小时待命，
在接到客户停电报修电话后，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尽量缩短停电抢修
作业恢复送电时间，确保百姓粮食
颗粒归仓。

（刘铁柱 秦少东）

确保百姓粮食颗粒归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对鄂尔多斯市胜
州奇石古玩股份有限公司等5户企业分别拥有一定金额的债权，债务企业、担
保人及抵押物等相关资产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等不同地区, 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息见附表。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方
式分户、整体或与其他资产一并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拍卖、公开竞价、
挂牌转让等。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有一次性支付转让价

款的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
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韩女士 郭女士
联系电话：0471-695704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4号金融大厦1407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8年9月14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企业名称

鄂尔多斯市万信达通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鼎亨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胜州奇石古玩股份有限公司

乌审旗金海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新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余额（元）（截至2018.06.30）

6,389,969.44

8,100,000.00

17,614,642.98

13,789,999.95

7,048,620.94

52,943,233.31

该笔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1.由戴学林、杜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由鄂尔多斯市万信达通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鄂尔多斯

市包府路南侧（22万变电站对面）。房产总建筑面积1,623.28㎡，其中445.52㎡设计用途为商业、445.52㎡设计用

途为办公、471.36㎡设计用途为其他、260.88㎡设计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权面积7641.15㎡，用途为综合用地。

1.由乔占斌、王建红、刘水龙、郝玉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由乔占斌、刘水龙共有的商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团结路6号街坊A号楼

102，总层数6层，抵押物所在层数为-1层，总建筑面积1800.55㎡。

1.由史艳玲、祁秀梅、苏铁、内蒙古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由内蒙古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商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准

格尔南路10号街坊1号2号楼2层1、3，层高7层，抵押物所在层数为2层，总建筑面积1614.2㎡。

1.由卜崇豇、付小莉、乌审旗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由乌审旗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商业用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鄂尔多

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三区锡尼路北、文化宫西侧创业商业楼A座。总层数为7层，抵押物所在层数为1-6层，总

建筑面积6664.29㎡；土地使用权面积1752.71㎡。

1.由宋强强、马荣荣、宋广平、王海英、王世文、李凤英、乌审旗物华天宝酒店、鄂尔多斯市乾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由鄂尔多斯市乾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商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

兰陶勒盖镇规三路东、纬二路北鄂尔多斯市乾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A-5室、A-3室、A-2商业、A-1室、B-5

商业、B-7商业。总建筑面积合计7380.04㎡。

债务及担保资产分布地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附表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内蒙古保监局获悉，近年来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银保监会、自
治区政府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工作精神，寓诚信建设于监管之中，
多举措推进保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加强保险业信用体系基础建设。我
区成立了内蒙古保险业信用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完善了辖区保险业信用建设制
度体系，建立起保险机构和高管人员管
理系统、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车险信
息共享平台、财产险承保理赔信息客户
自助查询平台等监管信息系统，保险业
信用记录共享平台初步搭建。制定出台
了《保险营销员不良信用行为》《内蒙古
自治区保险从业人员流动自律公约》等
管理办法。深入开展综合治理销售误导
和理赔难工作，系统整治和规范市场秩
序，对违规失信行为保持高压态势，保险
经营行为不断规范，行业形象和社会信
誉明显好转。

推进保险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
目前在“信用内蒙古”网站和“内蒙古
自治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与共享系
统”向社会发布保险行政许可信息和
行政处罚信用2000多条。

建立联合激励和惩戒工作机制。
按照自治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
组确定的具体惩戒和激励方式，对被
工商、税收、资本市场、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等领域确定的失信企业或个人进

行惩戒或激励。对诚信典型保险经营
机构加大表彰、宣传和支持力度，在监
管审批上实行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等

“绿色通道”支持激励政策。对失信主
体进行约束和惩戒，在市场准入、资质
认定、行政审批、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
信用分类分级监管，根据失信类别和
程度使失信者受到惩戒。

加大对失信保险公司处罚力度。
内蒙古保监局加大对违法违规保险企
业现场检查和处罚力度。2017年共
派出270人次、94个检查组对105家
次保险机构及中介机构开展了现场检
查。检查中共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及风
险点 125 个，涉及违规金额 361.1 万
元。对30家次机构和27人次个人实
施行政处罚，累计责令停止接受新业
务4家，罚款249.2万元，其中对机构
罚款 202.5 万元，对个人罚款 46.7 万
元。对5家次机构和27人次个人给予
警告。对被检查对象的94项违法违
规或内控问题下发34份监管函，有效
提高监管威慑力。

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专项治
理。组织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通过建立
台账管理、开展情况核实、督促限期整
改、采取惩戒措施等具体治理方式，对
《失信关联黑名单》涉及的3家企业完成
专项治理工作。针对失信企业存在的问
题，探索建立保险领域信用建设长效机
制，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内蒙古多举措推进
保险信用体系建设

9月13日，呼和浩特市民带着孩子在公园内玩耍。据了解，随着呼和浩特市园林绿地结构
和功能进一步优化完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指标稳步提高，目前呼和浩特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 39.8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7.27平方米，分别高出国家标准 3.9个百分点和 10平方米，成
为市民早起晨练、饭后散步、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首府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7.27平方米

本报乌海9月13日电 （见习记者
郝飚）9月13日，记者从国家能源煤焦化
西来峰硝铵公司了解到，历经6年努力，
位于乌海市海南区西来峰循环经济产业
园的国家能源煤焦化西来峰硝铵公司合
成氨装置试生产一次性投料成功，生产
出浓度为98.8%的高品质液氨，标志着该
公司西来峰循环经济产业链流程全部打
通。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7.13 亿元，
占地20万平方米，设计规模为10万吨/
年合成氨，15万吨/年硝酸，18万吨/年
多 孔 硝 铵 。 项 目 采 用 国 内 先 进 的
15MPa 低压合成工艺生产合成氨，双
加压工艺生产硝酸，加压中和工艺生产
多孔硝铵。项目投产后，生产的多孔硝
铵全部供给国家能源集团作为生产炸
药的原料。

据介绍，该项目所在的国家能源煤
焦化公司西来峰工业园是以煤化工为主
的循环经济产业园，硝铵项目作为工业
园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企业废气
综合利用的最后一环。项目以焦化生产
中产生的焦炉煤气为原料生产甲醇，再
以生产甲醇后的弛放气和甲醇厂空分装
置的氮气为原料生产多孔硝铵……这一
循环产业链条下来，固体废物、废气、废
水的零排放可以同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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